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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捷顺科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3 

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

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捷顺科技 股票代码 002609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唐健（代）  

办公地址 
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龙尾路 10 号捷顺

科技 
 

电话 0755-83112288  

电子信箱 tangjian@jieshun.cn 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290,687,521.91 256,208,258.51 13.4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56,681,639.04 46,768,312.48 21.20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55,073,283.00 45,852,792.67 20.11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86,744,269.33 -11,730,304.69 639.49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851 0.0790 7.72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851 0.0779 9.2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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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.68% 4.72% -2.04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2,356,250,079.26 2,455,723,797.25 -4.0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2,063,119,071.67 2,085,518,882.75 -1.07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,545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唐健 境内自然人 35.43% 235,872,000 176,904,000   

刘翠英 境内自然人 22.14% 147,376,986 110,532,739 质押 80,653,900 

安信基金－农

业银行－华宝

信托－安心投

资【6】号集合

资金信托计划 

其他 2.48% 16,477,273 16,477,273   

云南国际信托

有限公司－睿

赢 47 号单一资

金信托计划 

其他 2.26% 15,060,417 0   

安信基金－中

信银行－华宝

信托－华宝－

华兴投资 1 号

单一资金信托 

其他 1.71% 11,363,636 11,363,636   

云南国际信托

有限公司－云

南信托·大西部

丝绸之路 2 号

集合资金信托

计划 

其他 1.34% 8,920,455 8,920,455   

申万菱信基金

－工商银行－

陕国投－陕国

投·新毅创赢定

向投资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 

其他 1.31% 8,693,181 8,693,181   

云南国际信托

有限公司－云

信－弘升 5 号

证券投资单一

资金信托 

其他 1.11% 7,362,739 0   

陕西省国际信

托股份有限公

司－陕国投·广

宏证券投资集

合资金信托计

其他 1.10% 7,344,789 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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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 

西藏泓涵股权

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 

其他 0.99% 5,681,818 5,681,818 质押 5,681,818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

的说明 

公司股东唐健先生与刘翠英女士为夫妻关系。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，也未知

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

明（如有） 
不适用。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所在的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。主要有三方面因素：1、社会停车位缺口庞大，停

车场行业投资旺盛；2、行业内产品完成了从传统停车场向互联网化的智能停车场的转变，释放了庞大存量市场的更新换代

需求，包括万科、碧桂园、恒大等在内的众多房地产公司都在进行旗下停车场的全面更新换代；3、车主对开车出行的便利

化需求，推动了智慧停车业务的快速发展；4、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对智慧交通、智慧停车建设的大力推进。但同时我们也注

意到，正式因为本行业较好良好前景，吸引了众多新的竞争者，使行业竞争呈现加剧的趋势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趋势，围绕“智能硬件+生态环境”战略落地，各项工作取得良好进展： 

1、经营业绩方面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290,687,521.91元，较上年同期256,208,258.51元，上涨13.46%；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,681,639.04元，较上年同期46,768,312.48元，上涨21.20%。 

2、产品研发方面，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，扩张研发团队，实施了包括新G3软件平台、城市停车管理平台、嵌入式智能

终端、云门禁智能终端、智能运停车一体机等在内的20多个新产品研发项目。这些项目将预计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分批上市，

将能有力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。 

3、市场策略方面，公司重点推进以下业务方向：深入推进智慧商业、智慧社区业务拓展，共签订智慧商业项目379个，

签订智慧社区项目1,156个；深化大客户业务合作，紧抓大地产客户设备升级换代的需求，在巩固原有大客户的同时，新开

拓了包括龙湖、银泰、高地等在内的40多个新的战略合作客户。上半年，公司主营业务新签订合同订单40,873万元，同比增

长36.70%，主营业务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。 

5、智慧停车业务方面，成立顺易通公司，全负责实施公司智慧停车业务的推广和运营，共签订智慧停车车道数3,000多

个，已实现线上运营的车道数1,600多个，智慧停车线上支付日交易量突破5万笔，较年初增长500%以上；线上日生成业务

数据量超86万条，较年初增长110%，增长势头迅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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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金融业务方面，公司围绕主业开拓金融服务业务，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。上线了互联网账户平台、聚合支付收银

台、捷易付钱包等系统；开拓了包括影儿集团、中粮广场、宝能科技园等在内的，基于出入和消费场景构建的一卡通综合服

务客户；累计实现预付卡消费和支付交易6,925万元；拟投资3个亿全资设立的互联网小贷公司正在申请办理中。 

6、组织建设方面，成立了产品中心，拉通公司内部资源，承担产品策划管理、市场营销推广、客户定制开发等职能，

通过近半年的运作，产品中心有效地支持了公司市场一线业务开展，促进公司产品、服务模式快速转型升级。 

7、资本运作方面，拟投资3个亿全资设立的互联网小贷公司正在申请办理中；公司对外投资人民币340万元与扬州当地

合作伙伴合资设立中装捷顺公司，合资公司主要负责扬州市及周边城市智慧停车项目投建、运营，这也是公司城市级智慧停

车项目的第一单，将对公司城市级智慧停车业务的拓展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。 

8、公司治理方面，公司完成2016年度权益分派事宜，以总股本665,681,301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.20元人民

币现金（含税）。公司以市场为中心，通过机制、组织建设、IT管理体系完善等方面进行内部运营优化，包括成立系统运营

中心、实施办公“捷”环境、形成机制/流程优化机制、内部运营平台等项目，整体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效率，形成对市场的支

撑能力，支撑公司规划目标的达成。 

下半年，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： 

1、加快发展主营业务。对内，继续增加研发投入，加快主营产品的智能化、互联网化、标准化进程，提升产品的市场

竞争力；对外，适时调整产品终端市场价格，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。 

2、重点推进智慧停车推广和运营业务。一方面，以顺易通公司为主体，以各分支机构为依托，快速拓展智慧停车场运

营的数量，面向C端用户拓展捷顺智慧停车服务，扩大C端用户规模和应用频次，不断持续提升用户体验，在深圳、广州、

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实现智慧停车业务一定的规模化应用。另一方面，通过智慧停车统一运营平台的建设，使公司具备智慧停

车运营通道服务的能力，面向需要接入智慧停车服务的B端客户拓展，为这些B端客户提供智慧停车通道服务。 

3、拓展场景金融服务业务。成立捷顺金科公司，整合公司金融板块资源，以停车场、门禁为入口，构建智慧商业、智

慧社区与智慧园区的应用场景；利用互联网支付牌照，搭建金融电子账户，为场景内的C端会员与小B客户提供购物消费、

投资理财、消费信贷与流水小贷为一体的金融服务，形成车流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闭环，与合作伙伴共建场景金融，降低金

融风险，提高金融效率。 

4、加速城市级智慧停车业务。面对越来越多的城市级智慧停车市场需求，公司从年初拓展城市级智慧停车业务，完成

了新的城市停车平台开发，实现了路内路外一体化，目前扬州市城市智慧停车项目已在开展实施中，同时还与多个城市在对

接中。下半年，公司将加速推进城市级智慧停车业务，拟成立专门的组织推进城市级智慧停车建设，在建设好扬州市智慧停

车项目的同时，积极拓展其他城市级项目。 

5、试点数据运营业务。搭建公司大数据运营平台，充分运用公司快速增加的智慧停车及智慧社区运营数据，运用用户

画像、行为分析，试点数据运营业务，推进数据的资产化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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